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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群众众反反映映的的问问题题一一周周出出结结果果””
济南公安局局长吴德生做客本报接热线，要求逐条落实读者来电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者
杜洪雷） 9日上午，济南市公安
局局长吴德生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做客齐鲁晚报、生活日报编辑
部接听读者热线，短短一小时
内，56位市民打进热线反映情
况、73位网友留言互动。吴德生
现场召开调度会议，要求各警
种、市县市局第一时间处理群众
反映的问题。

“群众反映的问题要逐条整
理，层层落实。”当天，济南公安
局局长吴德生、政治部主任陈刚
率领交警、治安、刑警、经侦、户
政、出入境、法制、车管所等18个
部门负责人早早地来到编辑部，
接听群众来电。

“我孩子是1978年出生的，
2003年11月中旬从家中走失。我
们找过亲朋好友，也发过小广
告，到现在一直毫无音讯。”市民

刘先生第一个对话局长，在电话
里，将自己遭遇的难题向吴德生
局长反映。

“老先生，你先不要着急，我
把你说的情况都记录下来了，明
天我让辖区派出所的同志到你
家详细了解，然后安排人进行查
找。”吴德生在电话中一边安慰
这名近70岁的老人，一边提出下
一步的具体措施，承诺将尽职尽
责地帮助老人寻子。

“前两天看到报纸上说济南
要严打黑恶势力，我不知道公安
机关下一步要怎么打，我们老百
姓都很关注。”上午10点多，一位
市民就打黑问题对话吴德生。

“对于黑恶势力，我们的态
度很明确，就是要严厉打击，而
且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不能
让其成规模。”吴德生直言打击
黑恶势力一直是公安机关的重

要工作，“你如果有这方面的线
索，把信专门寄给我，我们会保
护你的安全”。

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先后
有56位读者打进热线，对话济南
公安负责人。同时，“齐鲁壹点”
客户端主题页面下，73位读者留
言参与互动。

“要把群众反映的问题逐条
整理，明确安排给各个警种和
分 县 市 局 ，安 排 专 人 进 行 分
解。”现场，吴德生召开调度会
议强调，“ 1 0日下午下班前有
关部门要主动与反映问题的
群众联系，再对情况进行详细
了 解 ，能 现 场 解 决 的 现 场 解
决。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督
办来电反馈工作，一周后也就
是7月15日，要将开展工作的情
况汇报上来，有些问题即便难解
决也要抓住不放。”

《规定》还囊括了律师在刑事、
民事诉讼及其他业务中的执业权
利，基本涵盖了律师执业所涉及的
主要13个部门，如人社、国土、房产、
工商等，而这在全国也属创新。

规定明确，受委托的律师为办
理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诉讼或非
诉讼业务，可以向工商、公安、国土、
建设、海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
生、技术监督以及房产、车辆登记等
单位调查相关情况，查阅、摘抄、复
制与所承办业务有关的材料。相关
机关、单位和经办人员应当给予配
合和协助。

律师刘良玉认为，这是规定的
最大亮点。以前一些单位不愿配合
律师工作，以“材料是秘密”等为由
拒绝，或者提供不全面信息。而13部
门会签的这一规定，将有效解决这
一问题。

“一些单位虽然提供了材料，
但不愿盖章，造成了材料无效。”
刘良玉说，规定要求，律师要求确
认所复制的材料来源的，提供材
料的国家机关、有关单位应当予
以盖章确认。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者 马
云云） 9日，记者从山东省人民检
察院获悉，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决定，
依法对中共济南市历下区委原副书
记赵东升(副局级)涉嫌受贿罪立案
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查中。

本报滨州7月9日讯（记者
王领娣） 惠民县原卫生局

党委书记、局长曹月青因贪
污、受贿、挪用公款被判处有
期徒刑18年。曹月青曾以单位
名义将公款120余万元供其他
单位使用，个人谋取借款利息
20余万元。

2011年12月，曹月青在
拨付惠民县太和建筑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乡村卫生室建设
工程款的过程中，采取虚加
工程款的手段套取专项资金
130余万元。扣除税款后，曹
月青以单位名义将余额120
余万元借给该公司使用，个
人谋取借款利息20余万元。

2013年7月，公司将该款项归
还。

曹月青对此供述，2009
年，县卫生局组织建设30多处
乡镇卫生室，由该公司承建，
2010年工程完工。资金来源是
省里拨付的卫生室建设专项
资金，2011年10月资金全部拨
付到位，专项资金大约有120
多万元的剩余。考虑到争取这
块资金不容易，想通过该公司
把钱虚套出来。

另外，2012年曹月青自认
为在卫生局“干得不错”，加上
一些外界传闻，便认为自己该
升官了。上半年，其对门某、张
某二人表示，自己将来会去新

单位，新单位没有配车，还需
要自己买车。

听闻此言，门某、张某两
人采取虚开绿化工程款的方
式套取公款30万元，由曹月青
占为己有。一审审理期间，曹
月青家人代为退缴全部赃款。

而在2013年下半年，门
某、张某又以曹月青女儿出国
留学为由，贿赂其10万元现
金。当年，县卫生局向门某所
在单位无偿拨款800多万元，
用于支持单位新区建设、运
行，张某则参与了门某所在单
位的工程建设。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
告人曹月青作为担任惠民县

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个人决定以
单位名义将公款1206160元
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
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
挪用公款罪；伙同他人骗取
公款30万元，占为己有，其行
为又构成贪污罪；非法收受
他人现金10万元，为他人谋
取利益，其行为又构成受贿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十八年，并处没收财产
五万元；涉案赃款650264 . 76
元依法予以追缴。曹月青不
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滨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
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记者 马云云

看守所会见

48小时内要见到人

“在会见当事人时，有的
办案机关虽然不说不许会见，
但是会以时间冲突等为理由
搪塞，会见的时间只能往后拖
延。”省政协委员、山东德孚威
律师事务所主任于毅提出了
律师们面临的首要难题。

规定要求，律师会见在押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应当
在看守所会见室内进行，侦查
部门、看守所不得派员在场。
看守所可以采取视频设备等
必要的保护措施保障会见过
程顺利进行，但不得监听，不
得影响律师正常的会见活动。

而在会见时间上，规定要
求对于不涉及危害国家安全
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
大贿赂犯罪的案件，看守所在
查验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
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

助公函后应当及时安排会见，
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这将有效解决律师会见难的
问题”，省公安厅法制总队副
总队长张瑞军说。

而在出庭阶段，规定明确
提出，律师持出庭通知书、律
师执业证书参加庭审的，人民
法院只进行证件查验、登记，
除特殊情况外，不对律师进行
安全检查。

律师阅卷

应给充足时间

阅卷难也让一些律师犯
愁。山东嘉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良玉表示，在一些办案机
关，办案人员不在律师就无法
阅卷，律师可能会白跑一趟。

规定明确，自检察院起诉
或法院立案之日起，受委托的
律师可持相关文件，查阅、摘
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案卷正
卷。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安排
阅卷，并保障律师有充足的
阅卷时间，也不应限制阅卷

次数。确有合理的客观原因
不能安排阅卷的，应当向律
师说明理由，商定具体的阅
卷时间。

规定中还要求，裁判文书
应当对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和
是否采纳及理由予以阐释说
明。“这是对裁判文书说理的
刚性约束，有利于提高裁判文
书的公开性、公正性。”省法院

研究室主任黄明春说。
规定还要求，法官应当充

分保障辩护律师与公诉人有
平等的辩论与发表意见的权
利，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意
见，保障律师发言的完整性，

“这将有效避免限制、打断律
师发言的现象，体现了对律师
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
黄明春表示。

律律师师阅阅卷卷，，办办案案机机关关不不得得限限次次数数
我省出台规定，要求出庭时不对律师进行安检

9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解读《关于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若干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将有力改善我省律师执业的法治环境，缓解律师执业中面临的“会
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三难”问题。根据规定，一般情况下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律师会见，
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

自自以以为为要要高高升升，，索索贿贿3300万万购购车车
惠民原卫生局长曹月青还套取120万公款收利息，获刑18年

律师复印材料

机关应盖章确认

历下区委原副书记

赵东升被立案侦查

▲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吴德
生做客齐鲁晚报、生活日报编
辑部，通过热线听民声、解民
意。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扫 二 维
码 看 对 话 济
南 市 公 安 局
长吴德生。

在山东高院，聂树斌案件代理律师李树亭(左)在查阅相关材
料。 (资料片) 新华社发

赵东升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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